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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 日本紧随欧美对俄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

施， 体现出鲜明的 “挺乌反俄” 立场。 日本的举动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制，
导致两国关系跌入冰点。 岸田政府对俄采取强硬立场是国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 一方面， 在安倍对俄外交路线受挫的背景下， 岸田文雄亟需借此重塑日

本对俄外交政策， 为长期执政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 此举也有分担同盟责任， 借

机联合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的目的。 俄乌冲突对日俄关系造成严重冲击， 日本已

不再将俄罗斯视为合作伙伴， 而将其视为 “需要应对的课题”。 由于日本发展日

俄关系的动力被严重削弱， 加之日本国内对俄舆论趋于强硬以及受日美同盟等外

在因素的影响， 未来， 除非俄罗斯在涉及日本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作出重大实质性

让步， 否则日俄关系恐难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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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 “特别军事行动”， 这成为搅动国

际局势的重大事件。 乌克兰危机升级迅速改变了欧洲安全格局， 同时加速了大国

关系的调整， 不仅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陷入全面对抗， 也使日俄关系急剧恶

化。 事实上， 自冷战结束以来， 由于横亘在两国间的领土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

决， 日俄关系一直处于 “兜圈子” 状态。 ２０１２ 年底， 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 提

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对俄外交 “新思路”， 试图 “以经促政”， 为日俄间争议问题

打上 “休止符”， 两国关系曾急速升温。 然而， 随着安倍辞职以及俄乌冲突的爆

发， 日俄关系迅速跌入冰点， 并呈现出相互对抗之势。 日俄关系为什么再次走向

对抗？ 两国关系未来走向如何？ 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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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的日俄关系走向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关于承认乌克兰东部 “顿涅茨克人民

共和国” 和 “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 的命令。 对此， 日本外相林芳正在 ２２ 日的记

者会上予以谴责， 称俄此举 “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 违反国际法， 日本不予

承认”①。 ２４ 日，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 “特别军事行动” 后， 日本紧随美欧等国对

俄采取了一系列严厉制裁措施， 并通过各种形式支持乌克兰。 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引

起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制， 导致两国关系迅速跌入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
第一， 日本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严厉制裁措施。 俄罗斯宣布承认乌东部两

地独立后， 日本随即对上述两地的相关人员实施停发签证并冻结资产、 禁止日本

个人或实体与上述地区开展进出口贸易、 禁止俄在日本发行和流通新的主权债券

等制裁措施， 试图向俄罗斯展示强硬立场， 敦促俄罗斯通过外交手段缓和局

势②。 随着俄乌局势进一步恶化， 日本紧随欧美逐步加大了对俄制裁力度， 制裁

范围涵盖个人、 金融、 贸易、 投资等各个方面。 在个人制裁方面， 日本政府陆续

冻结了俄总统普京、 外长拉夫罗夫等政府官员以及相关人士、 团体的在日资产。
在金融领域， 日本将部分俄罗斯银行排除在 ＳＷＩＦＴ 国际结算系统之外， 并冻结

了俄罗斯中央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的资产。 在贸易投资领域， 日本取消了对俄罗

斯的最惠国待遇， 并禁止从俄进口煤炭、 伏特加、 机械类产品及部分木材； 禁止

在俄进行新的投资③。 在诸多制裁措施中， 日本着力强化了对有可能转换为军事

用途的产品的出口管制， 禁止向俄出口半导体、 通信设备、 传感器、 雷达与航海设

备等有助于强化俄军事能力的产品以及量子计算机和 ３Ｄ 打印机等尖端科技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对俄制裁既体现出紧随欧美的政策取向， 又根据自身实

际情况有所保留。 ２ 月 ２７ 日， 欧盟和加拿大决定对俄罗斯关闭领空。 ３ 月 １ 日，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禁止俄罗斯飞机进入美国领空④。 对此， 考虑到关闭领空对物

流造成的影响， 日本没有追随西方国家对俄采取这一措施。 在禁止进口俄罗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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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外相 「制裁含む厳しい対応調整」 ウクライナ情勢』， 载 『朝日新闻』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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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方面， 尽管美欧相继宣布禁止从俄进口石油， 但日本的态度一直较为慎重。 虽

然岸田文雄在 ５ 月 ９ 日出席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时表态称， 将原则上禁止进

口俄石油， 但同时也强调今后将根据实际情况来讨论削减和停止进口的时期， 为

相关措施的实施预留了空间。 同时， 日本政府也没有退出与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

合作开发项目 “萨哈林 １ 号” 和 “萨哈林 ２ 号”①， 力求在与欧美保持协调的同

时， 更好地兼顾自身国家利益。
第二， 日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 在谴责、 制裁俄罗斯的同

时， 日本通过各种方式支持、 援助乌克兰， 体现出鲜明的 “挺乌反俄” 立场。 ２
月 ２８ 日， 岸田文雄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冲突爆发后的首次电话会谈。 岸

田在通话中强调： “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的心与乌克兰国民同在”， 承诺将继续

给予乌克兰以支持②。 外务大臣林芳正也多次与乌克兰外长、 乌克兰驻日大使举

行会谈， 传达日本政府的立场及对俄制裁措施等。 ３ 月 ２３ 日， 为了进一步展示对乌

克兰的支持， 日本政府邀请泽连斯基在国会发表演讲， 这是首次由外国元首通过远

程视频的方式在日本国会演讲， 岸田文雄及众参两院议长等 ５００ 多人出席。
在援助方面， 日本通过国际机构、 非政府组织等向乌克兰及乌周边国家提供

了大量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除了常规的日元贷款和无偿援助外， 日本此次对乌克

兰的援助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是日本一改长期以来在难民接收方面的慎重态度和

严格程序， 积极接收乌克兰难民。 ３ 月 ２ 日， 岸田文雄在与波兰总理通话时表态

称， 日本将接收在国外避难的乌克兰国民③。 为了让难民尽快入境， 日本加快了

签证发放进度， 简化相关手续， 并成立了以官房长官为首的联络协调会议， 与地

方政府、 企业协调为难民提供住宿场所， 为其提供相应的一体化生活援助。 同

时， 日本协助难民在日就业， 给予在日乌克兰难民一年期的可就业居留资格， 且

在乌克兰局势改善之前， 该居留资格还可延期④。 二是日本应乌克兰的请求， 先

后向其提供了防弹背心、 头盔、 防寒服等物资。 其中， 自卫队的防弹背心是日本

首次向他国提供⑤。 这实际上等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在这个过程中，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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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原则上将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９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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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竭力为相关装备的转移扫除法律上的障碍。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安倍晋三内阁以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取代了日本长期坚持的 “武器出口三原则”。 由于转移

三原则中明确规定 “禁止向纷争当事国出口装备品”， 因此日本政府将当事国的定

义限定为 “发生武力攻击且联合国安理会正采取措施的国家”， 从而将乌克兰排除

在禁止转移的对象之外。 同时， 日本政府还迅速修改了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的运用方针， 写明 “可以向遭受违反国际法侵略的乌克兰提供非杀伤性装备品”，
从而为相关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三， 日本的一系列 “反俄” 举动， 引起俄罗斯的强烈不满。 ３ 月 ７ 日， 俄罗

斯将日本列为 “不友好国家” 并展开了一系列反制。 总体来看， 俄罗斯对日本的

反制措施主要集中在两国争议岛屿以及和平条约的缔结问题上。 实际上早在 ２ 月 ２５
日，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加卢津在记者会上就明确表示： “日方态度将损害两国关系

并对南千岛群岛 （日本称北方四岛） 问题的解决产生影响”①， 试图以领土问题促

使日本软化立场， 不要追随西方国家对俄制裁。 不过， 加卢津的警告并没有奏

效， 日本紧随西方逐步升级了对俄制裁措施。 对此， ３ 月 ９ 日， 俄总统普京签署

法令， 宣布对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之后进驻日俄争议岛屿的企业减免 ２０ 年税金②。 ３ 月

２１ 日， 俄罗斯进一步升级反制措施， 作为对日本 “反俄行动” 的回应， 俄罗斯外

交部宣布中止与日本就和平条约问题继续举行谈判， 退出与日本围绕争议岛屿共同

经济活动的交流， 并停止原岛民等日本公民免签证前往争议岛屿的资格③。
与此同时， 俄罗斯接连在两国争议岛屿举行军事演习。 ３ 月 ２５ 日， 俄罗斯

举行了 ３ ０００ 人以上参加的军事演习， 这是俄罗斯宣布中断和平条约谈判后第一

次在争议岛屿上举行演习④。 ４ 月 １ 日， 俄罗斯又宣布在争议岛屿上实施逾千人

参加的军事演习。 ４ 月 １４ 日，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两艘潜艇在日本海成功完成

了 “口径” 巡航导弹试射， 震慑日本意味明显⑤。 俄罗斯的一系列反制措施旨在

强化对争议岛屿的实际控制， 进一步向日本施加压力。
日俄围绕俄乌冲突的制裁与反制裁导致两国关系不断恶化。 ４ 月 ２７ 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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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驻日大使： 俄将对日采取重大反制裁措施》，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ｇｍｗ. ｃｎ ／ ２０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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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領土進出企業を優遇　 ロシアが新法、 日本政府反発」， 载 『朝日新闻』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対日平和条約交渉継続せず　 制裁への報復か　 ロシア外務省」， 载 『朝日新闻』 ２０２２ 年３ 月２２ 日。
「ロシア軍 ３ 千人、 北方領土で演習」， 载 『朝日新闻』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俄潜艇在日本海水域发射 “口径” 巡航导弹》，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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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日本驱逐俄外交人员的回应， 俄罗斯外交部宣布驱逐 ８ 名日本外交官， 称

“岸田政府采取了破坏多年来日俄长期合作关系的史无前例的措施” ①。 ５ 月 ４
日， 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 宣布永久禁止包括首相岸田文雄、 官房长官松野博

一、 外务大臣林芳正等政府官员在内的 ６３ 名日本公民入境俄罗斯②。 这表明俄罗

斯对岸田任内改善日俄关系已不抱希望， 标志着日俄政治外交关系已经接近破

裂。 同时， 两国正常的经贸关系也受到严重冲击， 战略互信大大降低， 两国关系

因俄乌冲突迅速跌入谷底。

二　 日俄关系走向对抗的原因

２０１４ 年， 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 日本虽然加入到制裁俄罗斯的行列之中，
但为了避免制裁对和平条约谈判带来不利影响， 其制裁力度和制裁范围与西方国

家相比明显较轻， 总体上日俄关系并没有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太大影响， 日本对俄

外交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和战略自主性。 与 ２０１４ 年相比， 日本此次显示出与欧

美步调高度一致的强硬对俄立场， 紧随西方国家对俄采取了一系列严厉制裁措

施。 日本之所以对俄立场转为强硬， 可以从肯尼思·华尔兹在 《人、 国家与战

争》 中率先提出的层次分析法视角加以考虑③。
第一， 从个人层次而言， 安倍对俄外交路线受挫， 岸田文雄亟需重塑对俄外

交政策。 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 在安倍对俄外交新思路的理念下， 日本对俄罗斯

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攻势， 日俄高层对话和经济合作不仅没有停止， 反而呈现出日

趋活跃的态势， 安倍任内与普京举行了多达 ２７ 次首脑会谈。 安倍对俄外交路线

的实质是在与普京建立个人友好关系的基础上， 以经济合作为手段， 推动俄罗斯

在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普京访问日本并与安倍举行首脑会谈，
双方同意就争议领土开展共同经济活动启动谈判④。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安倍与普京

在新加坡举行会谈， 双方同意以 １９５６ 年 《日苏共同宣言》 为基础， 加速领土问

７５

①
②

③

④

「日本外交官を追放へ　 ロシア外務省」， 载 『朝日新闻』，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俄罗斯宣布永久禁止日本首相等 ６３ 人入境俄罗斯》，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ｇｊ ／ ｓｈｉｐｉｎ ／ ｃｎｓ － ｄ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４ ／ ｎｅｗｓ９２５１５４. ｓｈｔｍｌ
华尔兹通过对根植于人内心深处的人性、 国家、 国际体系三个维度对战争的根源进行了综合分

析。 这种分析方法以后被普遍用于对国际事务和对外政策的根源分析上。 参见 〔美〕 肯尼思·华尔兹：
《人、 国家与战争 （一种理论分析）》， 信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プーチン·ロシア大統領の訪日 （結果）」，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ｅｒｐ ／ ｒｓｓ ／ ｈｏｐｐｏ ／ ｐａｇｅ４＿００２６００.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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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谈判①。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签署的 《日苏共同宣言》 规定， “两国复交后继续进行缔

约谈判， 苏方同意在缔约后把齿舞、 色丹两岛交予日本”。 这表明日本的立场实

际上已经有所松动， 不再坚持 “四岛返还”。
然而， 安倍对俄外交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 虽然两国同意以 《日苏

共同宣言》 为基础加速谈判， 但之后日俄围绕领土问题仍龃龉不断。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俄罗斯修改宪法， 加入了 “禁止割让领土” 的条款， 大大压缩了日俄就争

议领土达成妥协的空间。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 普京对媒体表示： “我们希望发展

与日本的关系， 但我不打算做任何与俄罗斯联邦基本法相抵触的事情。”② 可以

说， ２０２０ 年宪法修正案实质上已经关闭了解决领土问题的大门③。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普京进一步提出了在争议领土上设立 “经济特区” 的构想， 引发日本强烈不满。
因此， 实际上在安倍路线下解决领土问题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

岸田文雄在安倍执政期间曾长期担任外相， 参与对俄谈判。 但岸田与安倍属

于自民党不同派系， 两人的领导风格、 执政理念有很大不同。 岸田上任后相继提

出了 “新资本主义” “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 等具有 “岸田色彩” 的内政外交理

念， 旨在摆脱安倍路线的影响， 以便为长期执政奠定基础。 在日俄领土问题上，
纵观日俄 （苏） 领土问题交涉史， 当美苏 （俄） 关系缓和， 国际或地区格局发

生重大变化时， 领土问题也将迎来解决的契机④。 岸田此次采取有别于安倍对俄

外交路线的对俄极限施压策略， 旨在联合西方 “以压促变”， 意在俄罗斯内部或

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 为解决领土问题提供机会， 从而使自身获得突出的外

交政绩， 进而大幅提升岸田本人的执政威信。
第二， 从国家层次而言， 日本对俄立场强硬旨在将俄乌冲突与印太地区相联

系， 牵制中国。 近年来， 随着中日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 日本已经将中国视为最

大的战略威胁， 其推行的外交战略几乎都是围绕中国而展开。 这一点并不会因俄

乌冲突而发生转变。 日本早就将乌克兰局势与印太、 中国相关联。 ２ 月 １８ 日，
岸田文雄在国会答辩中表示： “乌克兰局势是事关包括亚洲在内的国际社会秩序

的问题， 我们抱着极大的关切注视着局势发展。”⑤ 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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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露首脳会談」，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ｅｒｐ ／ ｒｓｓ ／ ｈｏｐｐｏ ／ ｐａｇｅ１ ＿
０００６９７. ｈｔｍｌ

陈祥： 《日本 “要岛外交” 再度受挫》，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李勇慧： 《美国 “印太战略” 背景下的俄日关系》，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陈梦莉、 白如纯： 《日俄争议领土交涉中的美国因素》，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日本、 「現状変更認めぬ」 ロシアとの距離感苦心 Ｇ７ 外相会合』， 载 『朝日新闻』 ２０２２ 年２ 月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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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将其与中国挂钩的声音逐渐高涨。
此后， 日本在七国集团 （Ｇ７）、 日美印澳四国机制 （ＱＵＡＤ） 等一系列多边

或与美、 英、 法、 德等双边外交活动中均延续了这一基调， 强调俄罗斯的行为是

“依靠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 是 “动摇包括东亚在内的国际秩序的行为”， 着力

凸显俄乌局势与印太局势的相关性。 ３ 月 ３ 日， 日美印澳四国召开视频首脑会

谈， 各方就 “不允许在印太地区发生依靠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达成一

致”①。 ５ 月 ５ 日， 岸田文雄访问英国时直接将台湾问题及中国的海洋活动与俄乌

冲突相提并论， 称 “对单方面改变东海、 南海现状， 快速但不透明的军事建设活

动和经济胁迫等表示强烈关切”。 岸田在提及台海局势时还称 “明天的东亚可能

成为乌克兰”②。
从目前来看， 联合西方国家牵制中国仍然是日本的重要外交战略目标。 日本

极力将乌克兰局势与印太局势相关联， 其目的就是要借机对华施压， 以牵制中国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正当海洋权益的努力。 近年来日本积极推动 “印太

战略”， 其核心目标就是谋求与所谓共享 “基本价值观” 的国家构建基于 “规则

和法治” 的地区秩序， 而俄罗斯的行为则被视为对 “法治” 和 “秩序” 的破坏。
３ 月 １ 日， 岸田文雄出席七国集团首脑电话会谈时表示： “对试图依靠武力改变

现状的行为， 必须向其明确需要付出的代价。”③ 对日本而言， 如果容忍了俄罗

斯 “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 而不采取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加以回应， 既会

对所谓 “价值观外交” 产生冲击， 进而对 “印太战略” 的推行产生不利影响，
也会 “纵容” 中国在东海、 南海采取类似行动。

第三， 从国际层面来看， 作为西方世界一员的立场促使日本对俄强硬。 日本

外交深受国际环境尤其是美国因素的影响。 日俄关系从来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 其

对俄立场既要考虑国家利益， 也要顾及自身的国际身份。 拜登执政后， 日美同盟得

到再次强化， 日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 在制裁俄罗斯方面日本需要承担更多

的同盟责任。 此外， 日本长期以来以亚洲唯一的七国集团成员自居， 这种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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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首相 一方的な現状変更許さずで一致 「クアッド」 首脳会議」， 日本 ＮＨＫ 新闻， ２０２２ 年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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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文雄称 “明天的东亚可能成为乌克兰”》，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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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７などの首脳ら電話会議 強力な制裁措置の必要性を確認」，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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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促使其与西方盟友保持立场一致。 俄罗斯宣布承认乌东两地独立并决定派兵进驻

后， 美国总统拜登于 ２ 月 ２２ 日在白宫发表演说， 将俄罗斯的行为定性为 “侵略的

开始”， 宣称将 “开启远远超过 ２０１４ 年力度的对俄制裁”①。 美国的态度为西方国

家制裁俄罗斯奠定了基调。 ２ 月 ２４ 日，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 “特别军事行动”
后， 七国集团随即召开首脑会议， 强烈谴责俄罗斯， 宣布对乌克兰实施不可动摇

的援助和合作②。 随后， 日本在东南亚、 南亚展开了一系列穿梭外交， 全面承担

其在印太地区构筑对俄包围圈的责任， 凸显其亚洲秩序维护者的形象。
此次在应对俄乌冲突的过程中， 外在压力对日本的外交决策产生了明显的影

响。 例如， 在禁止进口俄石油问题上， 日本一改此前慎重的态度， 转而同意原则

上禁止进口， 最终选择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 而日本之所以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防

弹背心等军用物资， 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在于以北约成员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向

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 尤其是一些长期保持中立的国家打破惯例援助乌克

兰的举动促使日本在这一问题上态度积极③。
总体而言， 日本对俄立场强硬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在外因与内因

中， 内因往往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决定了制裁的力度。 ２０１４ 年， 克里米亚事件

发生后， 在解决领土问题、 缔结和平条约等内在动力的推动下， 安倍晋三极力维

护日美同盟与日俄关系之间的平衡， 对俄制裁相对较轻。 当前， 安倍对俄外交路

线严重受挫， 日本亟需重塑对俄外交政策， 加之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加剧， 使得日

本在对俄制裁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 最终导致日俄关系逐步走向对抗。

三　 日俄关系的未来走向

虽然俄乌冲突并不直接威胁日本国家安全， 但由冲突引发的日俄对抗已对两

国关系造成严重冲击， 并促使日本重新定位日俄关系。 可以说， 俄乌冲突已经成

为日俄关系的转折点。 由于日本缺乏改善日俄关系的动力， 国内对俄舆论趋于强

硬以及受日美同盟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短期内日俄关系难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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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大統領 「侵攻の始まり」 ロシア制裁、 欧日と外相·首脳協議、 中止に　 ウクライナ』，
『朝日新闻』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Ｇ７ 「不当な攻撃」、 強く非難 共同声明 「ウクライナへ支援と連帯」』， 载 『朝日新闻』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防弾チョッキ提供 ウクライナに武器輸出？」，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ｈｋ. ｏｒ. ｊ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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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日本缺乏改善日俄关系的动力， 这推动其重新调整对俄罗斯定位。 解

决领土问题、 缔结和平条约， 加强与俄经济合作、 维护能源安全以及与俄罗斯加

强战略合作是日本对俄外交的三大动力①。 然而， 随着两国在俄乌冲突中交恶，
上述动力已大幅减弱。 首先， 从领土问题上来看， ３ 月 １７ 日， 岸田文雄在参议

院预算委员会上回答议员质询时表示： “ ‘北方领土’ 被俄罗斯非法占据。” 这是

日本首相时隔 １３ 年后在国会答辩时再次使用 “非法占据” 这一表述②。 ２０２２ 年

版 《外交蓝皮书》 涉及争议岛屿的章节中也时隔多年再次使用了 “这些领土是

日本固有领土， 目前被俄罗斯非法占据” 的措辞， 并指出 “在俄罗斯 ‘侵略’
乌克兰的当下， 无从谈论和平条约谈判的前景”③。 此前， 为了给和平条约谈判

创造良好的氛围， 日本政府曾一度避免使用这些尖锐措辞， 而此次这些表述再度

被使用则表明日俄领土问题已经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 日本在该问题的立场日趋

强硬。 在俄罗斯已经宣布中止与日本就领土问题等展开谈判的背景下， 未来日本

为寻求解决领土问题而主动寻求与俄罗斯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较小。
其次， 从经济层面来看， 未来日本与俄改善关系的动力也明显不足。 一是日俄

经济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在低位徘徊。 从投资来看，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末， 日本对俄投

资余额约为 ２３. ９ 亿美元， 远不及同期的越南、 泰国等东南亚国家④。 在贸易方面，
２０２０ 年日本对俄出口额为 ６ ２７８ 亿日元， 仅占日本出口总额的 １％左右， 并且两

国的贸易结构严重失衡， 日本主要向俄罗斯出口汽车 （４２％ ）、 汽车零件

（１１％ ）、 橡胶 （５％ ） 等工业产品， 自俄罗斯进口则主要集中在液化天然气

（２２％ ）、 原粗油 （１７％ ）、 煤炭 （１７％ ） 等能源资源领域⑤。 二是加强能源合作

曾是日本对俄外交的重要动力， 但目前日本政府已决定分阶段禁止进口俄罗斯煤

炭， 最终实现完全禁止。 在禁止进口石油方面也最终与西方国家保持了一致。 舆

论调查显示， 即使降低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度会造成能源价格上涨， ６８％的受访

者也支持降低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⑥。 今后， 日本将更加重视本国能源安全问

题， 进一步降低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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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方慧、 潘万历： 《日本 “正常国家” 战略与安倍内阁对俄外交分析》， 载 《日本研究》 ２０１８ 年
第 ２ 期。

『北方領土は 「不法占拠」 首相の表現、 １３ 年ぶりに復活』， 载 『朝日新闻』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２０２２ 年版外交青書」， 第 １１９ 页，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ｆｉｌｅｓ ／ １００３３４５９０. ｐｄｆ.
数据来源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直接投资统计，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ｅｔｒｏ. ｇｏ. ｊｐ ／ ｗｏｒｌｄ ／ ｊａｐａｎ ／ ｓｔａｔｓ ／ ｆｄｉ. ｈｔｍｌ
『緊迫ウクライナ　 日本企業は対ロ輸出は１％ 「今は制裁見極め」』， 载 『朝日新闻』 ２０２２ 年２ 月２３ 日。
数据来源于日本 ＮＨＫ 舆论调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ｈｋ. ｏｒ. ｊｐ ／ ｓｅｎｋｙｏ ／ ｓｈｉｊｉｒｉｔｓｕ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２０２２＿０４.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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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 在战略层面， 安倍晋三执政时期的对俄外交路线试图使日俄关系超越

简单的 “经济合作” 范畴， 使其包含更多的战略内涵。 ２０１３ 年， 日本与俄罗斯建

立了 “外交、 安全 ２ ＋２” 会谈机制， 使俄罗斯成为继美国、 澳大利亚之后第三个

与日本建立这一机制的国家。 日本与俄罗斯建立这一机制， 一方面试图通过加强战

略沟通， 减少来自俄罗斯的战略压力； 另一方面则希望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 而近

年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同时俄罗斯进一步加强了在日俄争议领

土的军事部署和演习次数， 日俄之间战略互信大大降低。
在日本对俄外交动力严重削弱的背景下， 日本 ２０２２ 年版 《外交蓝皮书》 删

除了 ２０２１ 年版本中 “与俄罗斯构筑稳定的关系对日本的国家利益以及地区的稳

定与发展而言非常重要” “地区的重要伙伴” 等表述①。 这表明日本对俄罗斯的

定位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已不再将俄罗斯视为合作伙伴， 而将其视为 “需要应对

的课题”。 ３ 月 ２８ 日， 美国新版国防战略报告也将俄罗斯视为 “严重威胁”②， 这

表明日本对俄罗斯的态度已与美国渐趋一致。
第二， 日本国内形成了较强的 “亲乌反俄” 共识， 将支撑日本政府对俄采

取强硬外交政策。 长期以来日本国内围绕争议领土问题的解决， 存在对俄强硬派

与温和派的争论③。 安倍对俄外交强调 “经济先行”， 实际上是一种较为温和的

对俄外交路线。 而随着安倍路线的受挫以及乌克兰危机的升级， 日本国内对俄强

硬派声音开始回归主流。 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的 ２ 月 １７ 日， 日本外相林芳正与俄

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就两国经贸合作举行了会谈。 此举招致时任自民党政调会长高

市早苗的批评， 称 “在乌克兰局势紧张之际召开这样的会议， 可能会打乱七国集

团的团结， 使俄罗斯获利” ④。 冲突爆发后， 日本众参两院以绝对多数通过了谴

责俄罗斯的决议， 显示出日本各党在俄乌冲突议题上已经达成了跨党派共识。 从

地方来看， 冲绳县、 兵库县、 大阪府等多个日本县、 市议会均通过了抗议俄罗斯

“入侵” 乌克兰的决议⑤。 同时， 日本放送协会 （ＮＨＫ） 在俄乌冲突后进行的多

次舆论调查显示， 大部分受访者认可日本政府的应对举措。 在 ４ 月的调查中，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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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外交青書 ２０２１』， 第 １１８ 页，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ｂｌｕｅｂｏｏｋ ／ ２０２１ ／ ｐｄｆ ／ ｐｄｆｓ ／ ２＿６. ｐｄｆ
“２０２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ｈｔｔｐｓ： ／ ／ ｍｅｄｉａ.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２０２２ ／ Ｍａｒ ／ ２８ ／ ２００２９６４７０２ ／ － １ ／ － １ ／ １ ／

ＮＤＳ － ＦＡＣＴ － ＳＨＥＥＴ. ＰＤＦ
陈梦莉、 张强： 《日本国内关于北方四岛问题的争论、 原因及影响》， 载 《俄罗斯研究》 ２０１７ 年

第 ５ 期。
「高市氏、 対ロ対応めぐり林外相を批判」， 载 『朝日新闻』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沖縄県議会、 ロシア非難　 全会一致で決議、 沖縄戦言及」， 载 『朝日新闻』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 日。



乌克兰危机升级对日俄关系的影响及其未来走向　

于日本的制裁措施， ３５％的受访者认为合适， ４７％的认为应该进一步强化， 认为

过于严厉的只有 ７％ 。 ５ 月 ６ ～ ８ 日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 ６８％的受访者认可日本

政府应对俄乌冲突的举措， ６３％的受访者认可日本驱逐 ８ 名俄罗斯外交官①。 可

以说， 俄乌冲突使日本民间长期存在的对俄不信任再次被激活， 这在一定程度上

将支持日本政府未来对俄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
第三， 从外部环境来看， 日本作为 “西方一员” 的立场， 尤其是日美同盟

的存在将进一步降低日俄关系的回旋空间。 安倍执政时期， 在俄罗斯遭受西方制

裁的背景下， 日本尚能与其深化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 西方国家内部在对

俄政策方面存在一定分歧， 并不想与俄罗斯全面决裂。 实际上， 法国、 德国等欧

洲国家在后期均不同程度地调整了对俄政策， 缓和了与俄罗斯的关系②。 西方国

家对俄政策不统一也为安倍对俄外交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然而， 俄乌冲突爆发

后， 西方国家将俄罗斯的行为视为对现存国际秩序和世界安全的重大威胁， “西
方世界总体上较为团结， 形成了比较广泛的统一战线， 对俄制裁表现出了较强的

凝聚力” ③。 此外， ４ 月 ２５ 日， 美国防长奥斯汀与国务卿布林肯在与乌总统泽连

斯基会面后表示， “美国希望看到一个被削弱的俄罗斯”， 这表明美国对俄乌冲

突的态度以及对俄战略正在发生重大转变④。 因此， 在西方国家对俄立场较为团

结， 美国谋求借俄乌冲突全面削弱俄罗斯的背景下， 身处日美同盟框架下的日本

已经全面参与进了美国主导的对俄外交孤立中。 在这种背景下， 未来即便日本试

图修复日俄关系， 也必将受到美国等外部因素的制约。

结　 语

受历史纠葛、 现实的领土问题以及外在因素等影响， 日俄两国关系具有明显

的不稳定性与脆弱性， 这是其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⑤。 ２０１４ 年后， 在俄罗斯与西

方国家关系恶化期间，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是少有的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保持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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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 ＮＨＫ 世論調査，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９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ｈｋ. ｏｒ. ｊｐ ／ ｓｅｎｋｙｏ ／ ｓｈｉｊｉｒｉｔｓｕ ／
参见焦一强、 朱艳： 《 “选择性互动” 与乌克兰危机以来德俄关系回暖评析》， 载 《俄罗斯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张红： 《马克龙政府对俄政策调整与法俄关系》， 载 《国际展望》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李巍、 穆睿彤： 《俄乌冲突下的西方对俄经济制裁》， 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美防长公开宣称 “削弱俄罗斯”， 俄外长警告第三次世界大战 “风险”》， 环球网，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ｏｒｌｄ.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４７ｌｏＷｂＣｗｊ７Ｑ
王海滨： 《俄日关系的进展与限度》，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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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的西方阵营领导人之一。 解决领土问题、 签订和平条约， 完成 “战后外交总

决算” 的强烈意愿使得日本在对俄外交上保持了一定的战略自主性。 岸田文雄执

政后， 也曾表现出重视日俄关系的态度。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岸田在与普京的电话会

谈曾表示， “包括和平条约缔结问题在内， 希望发展与俄罗斯的全面互惠关

系”①。 但俄乌冲突改变了一切， 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 岸田文雄亟需重塑对俄

外交。 在可预见的未来， 除非俄罗斯在涉及日本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作出重大实质

性让步， 否则日俄关系恐难以改善， 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俄乌冲突的影响已经外溢至亚洲， 不仅使欧洲的安全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也将深刻影响亚太安全格局。 在中美日俄四国链条中， 日俄关系经过俄乌冲突的

冲击显然已成为最为薄弱的一环， 而以中俄为主要战略对手的美日关系无疑将得

到进一步强化。 ３ 月 １４ 日， 岸田出席参议院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时表示， “乌克

兰危机成为日本再次认识美国等对外关系重要性的机会”， 并强调了强化日本防

卫力量的必要性②。 ４ 月 ９ 日， 日本与菲律宾首次举行了外长、 防长 （２ ＋ ２） 会

谈， 双方开始讨论建立新的框架以强化自卫队与菲律宾国防军的合作。 菲律宾成

为继印尼之后第二个与日本建立 “２ ＋ ２” 机制的东南亚国家③。 日本的一系列举

动表明， 未来日本将以俄乌冲突为契机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并加强自身防卫力

量， 在此基础上提升与印太地区相关国家的战略合作水平已成为日本重塑亚太

安全格局、 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手段。 日本的动向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并保持

警惕。
（责任编辑　 聂俣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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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条約、 対話継続を確認　 日ロ首脳が電話協議」， 载 『朝日新闻』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 「日米同盟の抑止力、 議論を」 首相、 中国など念頭に警戒感』， 载 『朝日新闻』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１５ 日。
「日本とフィリピン、 ２プラス２ 初開催　 中国念頭、 協力強化へ」， 载 『朝日新闻』 ２０２２ 年４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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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ｃｌｅａｒ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ｏ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 Ｓ.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ｔｏ ｓｔｏｐ
ＮＡＴＯ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ｗａｓ ｒｅｕｎｉｆｉｅｄ ｉｎ １９９０. Ａｆｔｅｒ ２０２１， Ｐｕｔｉｎ’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ｅｃａｍｅ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ｔｏｕｇｈ ｏｎ ＮＡＴＯ ｅａｓｔｗａｒ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ｏ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ｓ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ＮＡＴＯ，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ＮＡ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ｓｔｏｐ ｉｔｓ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ＮＡＴＯ 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ｖａ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ｏｎ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ｏ ｉｔｓ ｉ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ｎ ｊｏｉｎｉｎｇ ＮＡ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ｍｉｎｄｓ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Ｕ. 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ｒｅ ｔｗ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ａｎｄ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 Ｓ.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ｏｖｅｒ ＮＡＴＯ
ｅａｓｔｗａｒ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ｖｉｏ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Ｏ Ｅａｓｔｗａｒ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Ｕ. Ｓ. ， Ｒｕｓｓｉａ，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Ｊａｐａｎ － Ｒｕｓｓ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

Ｐａｎ Ｗａｎｌｉ， Ｂａｉ Ｒｕｃｈｕ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Ｊａｐａｎ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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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ｅ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Ｒｕｓｓｉ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 ｃｌｅａ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Ｒｕｓｓｉａ”． Ｊａｐａｎ’ 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Ｒｕｓｓｉａ，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ｔａｎｃｅ ｔａｋ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Ｋｉｓｈｉｄａ’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Ａｂｅ ’ 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ｕｓｓｉａ， Ｆｕｍｉｏ Ｋｉｓｈｉｄａ ｕｒｇｅｎｔｌｙ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ｔｈｉ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ｓｈａｐｅ Ｊａｐａｎ’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ｌａ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ｍｏｖｅ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ｕｎｉｔｅ ｗｉ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ｐｕ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ｈａｓ ｈａｄ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Ｊａｐａｎ － Ｒｕｓｓ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ａｐａｎ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ｓ 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ｂｕｔ ａｓ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ｂｅ ｄｅａｌｔ ｗｉｔｈ”． Ａｓ Ｊａｐａｎ’ｓ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 － Ｒｕｓｓ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Ｒｕｓｓｉａ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ｏｕｇｈ，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 － Ｕ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ｕｎｌｅｓｓ Ｒｕｓｓｉａ ｍａｋｅｓ ｍａｊｏ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Ｊａｐａｎ － Ｒｕｓｓ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ｂ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ｕｓｓｉａ －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Ｊａｐａｎ － Ｒｕｓｓ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Ｐｅａｃ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ａｎｇ Ｚｈｉｃｈａ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ｍｏｓｔ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 －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ｈａｓ ｈａｄ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ｎ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Ｒｕｓｓｉａ －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ＣＯＶＩＤ －１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ｕｐｈｅａｖａｌ，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ａｄｖｅｒｓｅ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ｔａｋｅｎ ａ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ａｒｅ ｕｎ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ｊｏ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Ｒｕｓｓｉａ. Ｔｈ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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